
     

 

 

 

 

欢迎来到牛津欢迎来到牛津欢迎来到牛津欢迎来到牛津
 

 

 为什么选择牛津为什么选择牛津为什么选择牛津为什么选择牛津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

� 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采用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

生的需求，教学内容引人入胜

� 我们的专业培训师专业培训师专业培训师专业培训师背景和工作经验不尽相同

且接受了贝立兹的独特培训 

� 一对一培训一对一培训一对一培训一对一培训，或半单独课程 

� 开课时将对学生进行全面需求分析全面需求分析全面需求分析全面需求分析

心主任召开定期进度会定期进度会定期进度会定期进度会，确保

� 每周每周每周每周教师会议教师会议教师会议教师会议意味着我们能够密切跟进

� 为学生提供详尽的课程结业课程结业课程结业课程结业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为日后学习提供参考意见 

� 我们提供日常英语、商业英语

英语）——每套课程均量身定制

� 牛津贝立兹是英国文化协会英国文化协会英国文化协会英国文化协会认证学校

 

 
 为什么选择牛津为什么选择牛津为什么选择牛津为什么选择牛津？？？？ 

� 安全和清洁的城市安全和清洁的城市安全和清洁的城市安全和清洁的城市，与伦敦和

� 历史悠久、让人流连忘返、壮观古老的壮观古老的壮观古老的壮观古老的

河、在植物园植物园植物园植物园里小息 

� 举世瞩目的牛津大学举世瞩目的牛津大学举世瞩目的牛津大学举世瞩目的牛津大学之乡，拥有

� 为多位声名显赫的作家（如 J.R.R.

灵感灵感灵感灵感 

� 热门电影，如《《《《哈利波特哈利波特哈利波特哈利波特》》》》或

� 距离备受学生喜爱的品牌林立

布莱尼姆宫布莱尼姆宫布莱尼姆宫布莱尼姆宫仅 20分钟路程 

 

 

优秀优秀优秀优秀的的的的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学习经验学习经验学习经验学习经验结合在英国

充满魅力、热情友好和安全的城市

多经验丰富、才华横溢的教师，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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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牛津欢迎来到牛津欢迎来到牛津欢迎来到牛津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 

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 

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教学方式教学方式教学方式教学方式®，量身定制满足每一位学

引人入胜、切合实际 

背景和工作经验不尽相同，但都具备 CELTA资质，

全面需求分析全面需求分析全面需求分析全面需求分析，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目标；与中

保学生在整期课程中的满意度 

我们能够密切跟进全体学生的课程和进度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和告别套包，注明已取得的进步，并

商业英语、专业课程专业课程专业课程专业课程（如法律、金融或信息技术

每套课程均量身定制 

认证学校 

与伦敦和伦敦机场之间交通便利交通便利交通便利交通便利 

壮观古老的壮观古老的壮观古老的壮观古老的建筑建筑建筑建筑、免费博物馆、公园、驾舟游

拥有 38所学院，校友包括克林顿总统和霍金 

J.R.R.·托尔金和刘易斯·卡罗尔）提供了创作

或《X战警：第一战》在这里拍摄  

备受学生喜爱的品牌林立比斯特购物村比斯特购物村比斯特购物村比斯特购物村和温斯顿·丘吉尔出生地——

英国最美丽和历史最美丽和历史最美丽和历史最美丽和历史最最最最悠久的城市悠久的城市悠久的城市悠久的城市之一逗留。牛津是

友好和安全的城市，遍布引人入胜的景点。牛津贝立兹也是一个学习的

随时随刻竭诚帮助学生实现他们的学习目标。 

131 High Street, Oxford, OX1 4DH, United Kingdom,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电邮电邮电邮电邮：：：：oxford@languagecentres.com 

www.berlitzoxford.co.uk 

  

 

牛津是一个学习的枢纽——一个

也是一个学习的中心，我们拥有众

：：：：+44 (0)1865 241242 

 

 

 

 

 

 

 



                   

 
 

 

 

 

 

 

 

 

 

  

交通交通交通交通 

• 学校外每 15分钟有一班巴士巴士巴士巴士，直达直达直达直达伦敦市中心伦敦市中心伦敦市中心伦敦市中心 

• 牛津有频繁巴士直达伦敦希思罗机场伦敦希思罗机场伦敦希思罗机场伦敦希思罗机场和伦敦盖特威克机场伦敦盖特威克机场伦敦盖特威克机场伦敦盖特威克机场 

• 乘火车前往伦敦帕丁顿车站约需一个小时 

• 牛津坐落在英格兰南部心脏地带英格兰南部心脏地带英格兰南部心脏地带英格兰南部心脏地带，道路四通八达，学生可

前往南部海岸，尽享美丽海滩风光；或参观各大城市如伯

明翰、巴斯和布里斯托尔 

 

接送服务接送服务接送服务接送服务 

• 牛津贝立兹可以安排配备专业司机的行政座驾行政座驾行政座驾行政座驾，在伦敦各

机场或伦敦圣潘克拉斯国际火车站迎接您的到来，将您直

接送到住处。请联络我们询价。 

 

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语言学校语言学校语言学校语言学校：：：：对话交谈对话交谈对话交谈对话交谈、、、、信心百倍信心百倍信心百倍信心百倍 

贝立兹语言学校拥有逾 137年的教育创新和教学激情，是全球知名度最高的语言培训中心之一。我们在

世界 70个国家设立逾 550家中心，每年培养学生超过 35万名。每项贝立兹课程均采用成效显著的贝立

兹教学方式®，将成功的沟通视为是每堂课的目标。 

 

牛津牛津牛津牛津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学校信息学校信息学校信息学校信息 

牛津贝立兹位于牛津市中心高街的一座历史悠久的 18世纪建筑中。学校分三个楼层，教室面积不一，

拥有丰富的设施： 

 

• 八间舒适教室、一间学生学习室和一间工作人员办公室 

• 教室设备齐全教室设备齐全教室设备齐全教室设备齐全，备有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等离子电视屏幕和电脑、白板和 CD播放器 

• 无线互联网连接无线互联网连接无线互联网连接无线互联网连接 

• 免费茶水、咖啡和饼干 

• 藏书充裕藏书充裕藏书充裕藏书充裕的的的的参考图书馆参考图书馆参考图书馆参考图书馆和丰富资源；提供牛津市区的广泛信息 

• 每周晚间团体社交活动 

• 专业专业专业专业和热情热情热情热情友好友好友好友好的工作人员，为学生在牛津逗留期间提供全方位支持 

 

抵达牛津抵达牛津抵达牛津抵达牛津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 
牛津位于英格兰南部心脏，距离伦
敦仅一小时车程，距离伦敦希思罗
机场仅 45分钟。 

 

牛津牛津牛津牛津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住宿住宿住宿住宿 

寄宿家庭寄宿家庭寄宿家庭寄宿家庭：：：：这是我们推荐的最佳选择，让学生在牛津的私人住家逗留，提供体验英国日常生活英国日常生活英国日常生活英国日常生活的好机会。。。。 

我们精心挑选、走访这些寄宿家庭，确保客户获得高质量和舒适度。所有住宿均位于牛津市中心，贝立兹近在 

咫尺。 

寄宿家庭主人好客热情，乐于了解其他国家和文化。 

您将有一间私人卧室私人卧室私人卧室私人卧室，早餐早餐早餐早餐和晚餐晚餐晚餐晚餐都由寄宿家庭提供。您将被视为家庭的一名正式成员，和大家一起进餐，合 

用共享生活区。 

寄宿家庭全天候采用英语英语英语英语沟通沟通沟通沟通，让您有机会在校外的另一个环境中练习语言。 

其他住宿选择其他住宿选择其他住宿选择其他住宿选择：酒店、家庭式小旅馆或自助式公寓。请联系我们获取资讯。 

 

 

 

牛津牛津牛津牛津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语言中心语言中心语言中心语言中心，，，，131 High Street, Oxford, OX1 4DH, United Kingdom,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44 (0)1865 241242 

电邮电邮电邮电邮：：：：oxford@languagecentres.com 

www.berlitzoxford.co.uk 



     

   

2015/2016

《《《《全全全全盘盘盘盘浸浸浸浸入入入入式英语课程式英语课程式英语课程式英语课程》》》》English Total Immersion

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60 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课时课时课时课时*；；；；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

《全浸式英语课程》是贝立兹最强化的

力。以下为 60课时每天包含的内容

• 一堂由两名教师两名教师两名教师两名教师讲授的课程

• 由培训师主导的工作午餐工作午餐工作午餐工作午餐，

• 一堂多媒体课多媒体课多媒体课多媒体课程程程程，进一步巩固

《全浸式英语课程》竭尽全力模拟现实生活

每周学费每周学费每周学费每周学费：：：：2750英镑英镑英镑英镑 

《《《《袖珍全袖珍全袖珍全袖珍全浸浸浸浸式英语式英语式英语式英语课程课程课程课程》》》》English Compact

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50 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课时课时课时课时*；；；；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

《袖珍全浸式英语课程》属于强化英语培训

内容包括由培训师主导的工作午餐

本课程是希望集中精力与一名教师学习的

每周学费每周学费每周学费每周学费：：：：2350英镑英镑英镑英镑 

《《《《一对一全日压缩英语课程一对一全日压缩英语课程一对一全日压缩英语课程一对一全日压缩英语课程》》》》English Private Full

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40 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课时课时课时课时*；；；；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

提供成效突出的全课堂式教学，可显著提高英语语言能力

《一对一全日压缩英语课程》遵循

（如两名教师讲授的课程、午餐、

每周学费每周学费每周学费每周学费：：：：1760英镑英镑英镑英镑 

《《《《一对一英语半日课一对一英语半日课一对一英语半日课一对一英语半日课程程程程》》》》English Private Half

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25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课时课时课时课时*；；；；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

《一对一英语半日课程》具有一对一教学的优势

相结合的学生。 

每周学费每周学费每周学费每周学费：：：： 早早早早 9点至中午点至中午点至中午点至中午 12点点点点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点点点点 30分至分至分至分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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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年强化式一对一英语课程年强化式一对一英语课程年强化式一对一英语课程年强化式一对一英语课程  

English Total Immersion
® 

Course（（（（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60课时课时课时课时）：）：）：）： 

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 9点至下午点至下午点至下午点至下午 6点点点点 

强化的一对一培训课程，可在较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学生的英语能

课时每天包含的内容： 

讲授的课程，学生有机会与多名英语为母语的老师自然

，帮助学生在社会环境中练习英语 

进一步巩固课堂学习内容 

模拟现实生活。 

Compact Total Immersion
® 

Course （（（（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50课时课时课时课时

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 9点至下午点至下午点至下午点至下午 4点点点点 30分分分分 

属于强化英语培训课程，但每天的课时稍短于《全浸式英语课程

由培训师主导的工作午餐，但没有两名教师讲授的课程，也没有多媒体课程

课程是希望集中精力与一名教师学习的学生首选。 

English Private Full-Day ‘Crash’ Course （（（（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40课时课时课时课时

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 9点至点至点至点至中午中午中午中午 12点点点点 45分及分及分及分及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点点点点 15分至分至分至分至

可显著提高英语语言能力。 

遵循《全浸式英语课程》的强化性核心结构，但不包括任何附加辅导

、多媒体课程）。 

English Private Half-Day Course （（（（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25课时课时课时课时））））: 

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 9点至中午点至中午点至中午点至中午 12点点点点 45分分分分或或或或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点点点点 30分至分至分至分至

具有一对一教学的优势，但仅为半日制。适合于希望将休闲或工作与学习

点点点点 45分分分分：：：：1100英镑英镑英镑英镑 

5点点点点 15分分分分：：：：1000英镑英镑英镑英镑 

131 High Street, Oxford, OX1 4DH, United Kingdom,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电邮电邮电邮电邮：：：：oxford@languagecentr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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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较短时间内大幅度提高学生的英语能

学生有机会与多名英语为母语的老师自然对话 

课时课时课时课时））））: 

全浸式英语课程》。课程

也没有多媒体课程。 

课时课时课时课时））））: 

分至分至分至分至 4点点点点 30分分分分 

不包括任何附加辅导

分至分至分至分至 5点点点点 15分分分分 

适合于希望将休闲或工作与学习

：：：：+44 (0)1865 24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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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二小班一对二小班一对二小班一对二小班英语课程英语课程英语课程英语课程》》》》English Semi

半单独半单独半单独半单独：：：：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25 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课课课课时时时时*；；；；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

《半单独英语课程》学生与另一名水平

一对一课程，教师仍然为学生提供高度的个人关注和支持

在密切遵循贝立兹教学大纲的同时

求。 

每周学费每周学费每周学费每周学费：：：：750英镑英镑英镑英镑 

《《《《配套英语课程配套英语课程配套英语课程配套英语课程》》》》English “Combo” Course 

半单独半单独半单独半单独：：：：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25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课时课时课时课时*；；；；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

附加附加附加附加 

一对一一对一一对一一对一：：：：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10 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课课课课时时时时*；；；；周一至周五下午周一至周五下午周一至周五下午周一至周五下午

《配套英语课程》学生与另一名水平相当或近似的学生共享

除此之外，学生每天下午有两堂一对一课程

到的语言知识，为学生提供了专注于个人语言培训需求

 

在密切遵循贝立兹教学大纲的同时

求。 

每周学费每周学费每周学费每周学费：：：：1190英镑英镑英镑英镑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如果学校无法搭配两名水平相当或近似的学生组成半单独课程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浏览下述网站联络我们请浏览下述网站联络我们请浏览下述网站联络我们请浏览下述网站联络我们

oxford@languagecentres.com

 

牛津牛津牛津牛津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贝立兹语言中心语言中心语言中心语言中心，，，，131 High Street, Oxford, OX1 4DH, United Kingdom, 

              

                     

2015/2016年强化式半单独英语课程年强化式半单独英语课程年强化式半单独英语课程年强化式半单独英语课程  

 

Semi-Private Course （（（（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25课时课时课时课时））））: 

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 9点至中午点至中午点至中午点至中午 12点点点点 45分分分分 

另一名水平相当或近似的学生共享贝立兹课程学习经验

仍然为学生提供高度的个人关注和支持。 

教学大纲的同时，本课程仍可提供两名学生之间商定的专业课题

English “Combo” Course （（（（每周每周每周每周 35课时课时课时课时））））: 

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周一至周五早 9点点点点至中午至中午至中午至中午 12点点点点 45分分分分 

周一至周五下午周一至周五下午周一至周五下午周一至周五下午 2点点点点 15分至分至分至分至 3点点点点 45分分分分 

学生与另一名水平相当或近似的学生共享贝立兹课程学习经验

下午有两堂一对一课程，在这两堂一对一课程中，学生可以

提供了专注于个人语言培训需求的学习机会。 

教学大纲的同时，本课程仍可提供两名学生之间商定的专业课题

果学校无法搭配两名水平相当或近似的学生组成半单独课程，则将为学生

请浏览下述网站联络我们请浏览下述网站联络我们请浏览下述网站联络我们请浏览下述网站联络我们：：：：  

 

oxford@languagecentres.com 

 

131 High Street, Oxford, OX1 4DH, United Kingdom, 电话电话电话电话：：：：

电邮电邮电邮电邮：：：：oxford@languagecentres.com 

www.berlitzoxford.co.uk 

 

  

 

 

课程学习经验。尽管费用低于

课题，以满足特定需

课程学习经验。   

可以进一步练习上午学

课题，以满足特定需

则将为学生提供一对一课程。 

：：：：+44 (0)1865 241242 


